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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料热线：

市民吐槽城南片区水压不稳

气温窜至 34℃
防晒、
外卖成为
“热词”

水务公司：保证正常用水，配套管网已满负荷正申请改建
水、电作为现代居民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，其重
要性不言而喻。而近日，家住庐山国际的居民黄先
生向浔阳晚报记者反映，他所居住的城南片区经常
会出现水压小、频繁停水等情况，尤其进入夏季之
后，情况尤为明显。城南片区居民为何遭遇用水尴
尬？浔阳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水压不

足

□ 浔阳晚报记者 高明磊

市民
“全副武装
全副武装”
”出行
出行。
。
本报讯（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/文 欧阳海
员/摄）随着雨水天气的告一段落，浔城气温开
始猛升，从 20 多度一下窜至 34 度高温。市民
们纷纷换上夏装的同时，不少人更是“全副武
装”，出动太阳伞、遮阳帽、防晒衣，商场、公园
一时间成为最受欢迎的避暑胜地，连续高温
下跑腿、外卖生意也因此特别火爆。
昨日，浔阳晚报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
和商场内聚集一大群人。他们进入商场或超
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购物，而是前来避暑纳
凉的。在一商场大厅坐着的陈大妈说，商场
设置了儿童游乐区，孙子们可以在里面玩耍，
而她们可以坐在一边聊天，下午还可以在商
场内的超市买好做晚饭要的菜，很方便。
昨日一大早，浔阳晚报记者在甘棠公园
看到，6 时许公园里就有很多人在跑步、跳舞、
舞剑、散步、唱歌。采访中，多位市民表示公
园 是 离 家 最 近 的 天 然 避 暑 地 ，非 常 适 合 他
们。浔阳晚报记者注意到，不少公园内有免
费的游乐设施，
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身影。
突来的高温天气，让许多市民尤其是上
班族喜欢宅在室内。浔阳晚报记者在调查中
发现，许多人选择通过网上下单点餐，坐等饭
菜送上门。由此，外卖送餐生意火爆，许多店
铺的外卖量都增加了不少，
跑腿服务也走俏。
25 岁的小刘是一家跑腿公司的业务员，
他说，这几天很热，业务也明显增多，每天都
要跑 10 多趟，有时要忙到晚上。一般来说，买
票、送餐、取文件、接送站等是最常见的服务。

一星期接到 3 次停水通知
家住庐山国际的黄先生一家近日被
用水问题所困扰，黄先生介绍，他家住 16
楼，但家里经常会出现水压不稳的情况，
尤其近段时间以来，水压不稳定的情况尤
为频繁。黄先生说：
“每天晚上 8 点之后，
家里的水压就特别小，热水器都打不着
火，我们一家人总是开着水龙头看，水压
稍微大点就赶紧洗澡。现在夏天来了，几
乎每天都要洗澡，但水压太低，让我们一

城南居民对家庭用水方面的质疑，也
是九江水务公司工作人员最为重视的工
作之一。九江水务公司董事会秘书杨璜
告诉浔阳晚报记者：
“ 最近我们也经常接
到市民电话，保障城南居民的正常生活用
水，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焦点。”
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该片区水
压不稳等情况？杨璜介绍，九江属丘陵地

而在现阶段，城南居民如何缓解水压
不稳带来的影响？杨璜表示，在配套管网

开奖公告

>

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，庐山国际、远
洲九悦廷、国豪山景城、中辉世纪城、乃至
怡康苑等保障性住房的居民大多遭遇过
水压太小等问题。而相对应的，该片区大
瓶桶装矿泉水的销售量也相对较旺。在
中辉世纪城小区经营小卖部生意的店主
向浔阳晚报记者介绍：
“我们这里，大瓶桶
装矿泉水销售一直不错，很多居民都是买
来应急的。”

带，落差较大，因而多数地区采取二次甚
至多次增压方式供水。目前浔南片区和
庐山大道沿线近几年人口激增，导致该区
域的用水量大幅增长，相关供水设施及配
套供水管网已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，造成
位于供水管网末端的局部区域出现水量、
水压不足现象。
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？杨璜说：
“我们公

司已作出一系列计划安排，启动了相关管
网配套工程建设。正在开工建设的通江大
道、
江洲大道输水管道工程，
将极大地缓解
柴桑区和出口加工区水量、水压不足的现
象；正按计划启动的第三水厂到九威泵站
第二条输水管道工程，将缓解浔南片区水
量、水压不足的问题。我们还将进一步加
强供水的科学调度，
保证居民正常用水。
”

改造未完成的情况下，居民为缓解水压不
稳情况，
可采取错开用水高峰等方法。

此外，家中常备适量用水储备，也能
较大程度缓解突发情况带来的影响。

建议居民错开用水高峰

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我公司以下商业门面面向社会公开招（竞）租。
序号
资产位置
租赁面积(㎡) 租赁期限 租金参考价（元/月） 竞租保证金
1
大中路 124-140#T14 一层门面
30.84
2年
506
1600
2
大中路 233 号一层门面
114.25
2年
8500
25500
3
大中路 137 号一层门面
72.04
2年
6281
18900
4 大中路 124-140 号 A 栋不分单元中厅 12
34.43
2年
572
1800
5
浔阳东路 95 号 1 栋 1 间仓库
35.85
2年
396
1200
6
北径路 31 号 1 间仓库
25.28
2年
275
900
7
十里大道 116 号 3 楼办公室
151.33
2年
2002
6100
8 大中路337号38 栋不分单元01（二、四层） 660.94
2年
10901
32800
二、招（竞）租方式：
在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价招租。
三、报名条件：承租人要求有良好社会信誉，没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法人或自
然人。
四、招（竞）租报名时间：
2018 年 5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。
五、具体招（竞）租详情详见交易平台网址：
http：//www.jjnczhcq.cn
六、报名地址：九江市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二楼资产经营部（九江市浔阳区老火车站
渔家大院对面）
七、报名电话：
13320028805 0792-7097235
九江市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2018 年 5 月 15 日

福 彩

家人很糟心。
”
同黄先生一样，地处城南板块的远洲
九悦廷小区业主，也时常面临类似尴尬。
居民陈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：
“ 上个星
期，我们物业在小区微信群里就发了 3 次
停水通知，虽然停水通知发布及时，但是
也给我们正常生活造成很多困扰，我现在
每天早上出门，都习惯在家里接两大桶
水，
万一家里停水了好应急。”

水务公司:配套管网满负荷所致

九江市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门面招（竞）租公告

热烈祝贺
中福在线长江大道厅
喜中25万元大奖！

不能洗澡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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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中医医院脑病科

中西结合 对接国内先进技术

江西省级
临床重点
专 科

长期聘请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坐诊，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。
专科优势：治疗三叉神经痛、面肌痉挛、顽固性癫痫、脑
瘫、面瘫、脑卒中及中医康复、顽固性头痛技术领先。
地址：九江市德化路 555 号（南院 9 楼）

健康热线：18970226667（宗主任）

九江配网 2018 年第 20 周停电预告
停电时间

停电用户

5 月 17 日
08：
30-17：
00

新港镇长岭村（长岭 11 组、长岭 10 组、长岭余家榨、长岭 9.13
组、长岭 9.13 组 2#、庐山红木家具厂、金太床具）

05月17日
09：
00-19：
00

开发区十里河北路（武术学校专变、十里河北路路灯 1#、2#、文
博园、八里湖东路路灯、五厂 1#公变、2#公变、浔阳人武专变、园
艺 1#公变）

05月17日
07:00-19:00

柴桑区新塘乡（公变台区：
刘仕垅、余家、宋湾、前进村部、王上
洲、王下洲、刘家大屋、官亭、铜子岭、铜子岭#02、杨平山、锅铺、
上屋李家、中屋李家、刘坝、秀球、观音庵；
专变台区：
岷山水库、
众鑫建材、坡峰采石场）

05月17日
07:40-18：
00

濂溪区赛阳镇(开发区向阳街道排山村：
排山一组、八组、七组、
二组、六组、十组、三九组、四组、刘家垅、张家。八里湖路灯、通
嶺大道路灯、鑫路公司、移动基站、联通基站)

备注：1、
遇雨及特殊情况顺延，
此停电公告是预通知，
具体停电时间以检修日计划为准；
2、
临
时紧急停电工作由公司营销部与停电用户临时沟通；
3、
因负荷调整而进行的倒闸操作，
考虑到停
电时间短不予通知；
4、
有关周、
日停电预告，
您可关注
“国家电网九江供电”
新浪微博和九江供电公
司
“电保姆”
微信订阅号查询，
或关注九江新闻广播（FM90.0 97.5）07:20、
11:30、
18:20 三个时段的
停电播报，
或查询每周一《九江日报》和每日《浔阳晚报》查看停电信息（如有变动会及时更正）。
九江城区用电故障报修电话：
8465511、
8465512。

奇洋口腔 种植牙 即种即用 检查费全免

龙翔店：新桥头龙翔国贸大厦一楼 0792庐峰店：浔阳东路老长途汽车站对面
8585399
万达店：万达广场 2 号门正对面

